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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亲友？  

•  给亲友传福音的难处 
 
• 给亲友传福音的原则 
 
• 给亲友传福音的策略 
 
• 给亲友传福音的资源 



给亲友传福音的难处 

• 有过负面的经历 
 
• 没有成熟的生命 
 
• 缺乏知识的装备 
 
• 没有足够的时间 
 
 



原则：关爱灵魂 

太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
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
治各样的病症。36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37于是对门
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
少 ；38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原则：关爱灵魂 

海外中国留学生人数（单位：万人） 

“人们需要
主。。。” 
 
飘洋过海（cross 
the ocean）之前
先过街访邻
（cross the 
street) 

 



原则：圣经范例（1）先传亲友 

约1:40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

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1:41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

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

翻出来就是“基督”）！”1:42于是领

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矶法”

翻出来就是“彼得”）。” 



1:43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

吧!”1:44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得

烈、彼得同城。1:45腓力找着拿但业，

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

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

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原则：圣经范例（1）先传亲友 

始于亲友 
 

领人归主 
 
 

（来源：海外校园机构学人 
培训材料之《领人归主》） 



原则：圣经范例（2）触及心灵 

约4:9撒马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

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马利

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

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4:10耶稣回

答说：“你若知道 神的恩赐和对

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

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4:11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

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

水呢？4:12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

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

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

他还大吗？” 



4:13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4: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

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4:15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

水。” 



4:16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

这里来。”4:17妇人说：“我没有

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

是不错的。4:18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

这话是真的。”4:19妇人说：“先

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建立关系 
 
洞察人性 
 
真指内心 
 
温柔怜悯 
 



原则：圣经范例（3）辩明真道 

徒17:16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

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

里着急，17:17于是在会堂里与犹

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

所遇见的人辩论。17:18还有伊壁

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

论。 



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

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

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

稣与复活的道。17:19他们就把他

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

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17:20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

思。” 



17:21（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

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

听。）17:22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

事很敬畏鬼神。17:23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

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

们。。。” 

 



迫切传道 
 
坚持真理 
 
切入文化 
 
引向真神 
 



原则：不以福音为耻 
 
 
 

罗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
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
生。” 
 
 



林前9:16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17 我若甘心作这
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
却已经托付我了。  



 

林前1:22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
人是求智慧；23我们却是传钉十
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愚拙；24但在那蒙召
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
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
25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
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原则：高举基督 



 

约3: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
了。 30 他必兴旺，我必衰
微。   



原则：依靠圣灵 
 

提后4: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
勉人。 
 
 

林前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
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
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
能说耶稣是主的。   
 



林前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
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7 可见栽
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
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
神。 8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
己的赏赐。 
 
林前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慈。   



避免无谓辩论，回答诚实的问题 
 
没有人是因为输了争论信主 
 
避免居高临下，态度上温柔平等 
 
诚实谦和，避免强解 
 
 

策略：善答问题，避免争论 



林后10: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
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
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5 将
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
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
顺服基督。 
 



彼前3:15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
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
答各人。  



策略：走进文化，对症下药 

西1:28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
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
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
面前。 
 
林前9:22。。。向什么样的人，
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
要救些人。 



切入点：婚姻、家庭、亲子、时
事  
 
“说人话”——用整个社会能够
理解的语言来讲明福音，避免别
人不了解的“宗教术语”。 
 



不是给人说他们想听的话，而是
按照圣经来回答他们真正的问题
（也许不是他们想听的答案）。 
 
带着福音的信息和基督徒的世界
观进入每个社会层面和社交圈。  

 



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   
o阅读报刊杂志微信脸书   
o观看电影、收听广播 
o察看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你的亲
友 
o尽量善用每个对话机会 
 
 

 
  

策略：走入人群，更新文化 



走进人群：仿效基督 
 

 

将真理带给世人 
 
“当我们凭着信心把上帝的话和世界
结合在一起时，上帝的话就会带着能
力，透过我们击中要害，叫世人停止
脚步，完全预备好侧耳而听。” 
──大卫-亨德森（David W. 
Henderson） 

（参考：海外校园“建造教会
领袖”培训材料之《潮流与文
化》） 



      社会现状 
 

经济繁荣 
 
环境恶化 
 
文化贫困 
 
思想混乱 
 
信仰缺失 
 
道德堕落 

意识形态 
 
官方的失效 
 
儒学的失败 
 
佛教的堕落 
 
道教的无望 
 
回教的危险 

亲友对信主 
 
激烈反对 
 
惧怕担忧 
 
冷淡漠视 
 
历史原因 
 
文化因素 

（来源：海外校园机构华欣牧师） 

策略：了解中国，认识同胞 



个人布道 
 
避免功利主义，首先建立关系 
 
避免道德优越感，见证福音恩典 
 
改变老我，见证新生 
 
  

原则：建立关系，见证生命 



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 

林前9: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
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
己反被弃绝了。  



到2014年12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6.5亿，上
网普及率达到48%，手机网民人数为5.6亿。智能
手机上网已经超过电脑，成为最大的上网终端，
也使中国农村和流动人口中的网民大幅上升。 
（数据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资源：善用新媒体 
中国网民人数（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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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从基督徒的
身份出发，不从福音的使
命出发，去反思自己上网
的动机，反思自己使用一
切新媒体的欲望，我们就
没有以福音为我们的思维
方式，也没有以福音为我
们的生活方式。”——王
怡《我们为什么上网？》 

你为何上网？ 



资源：OC微信公共号 

  

ID: OverseasCampus 



资源：护教专辑 

http://www.godoor.net/jidianlinks/apologetics.html 



资源：OC爱问网 https://www.ai-wen.net/ 



祷告 

1。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
告。恳求圣灵光照他们的心灵，
愿他们早日蒙恩得救。 
 
2。为我们自己向亲友传福音祷
告。求主赐给我们爱心、耐心、
智慧和勇气。 



讨论/思考 

1。在你自己给亲友传福音的经历
中，你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经过
这次学习，在这方面有没有得到新
的启发或帮助？ 
 
2。你认为基督徒给亲友传福音最
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有什么圣经依
据？ 



支持OC 
http://oc.org/huoban 

 
 
 

谢谢大家 主恩同在  
 
 

 
 
 

基甸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jidian@oc.org  
微信：jidian55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cheng55 


